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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DZ/T 0291-2002《玻璃硅质原料 饰面石材

石膏 温石棉 硅灰石 滑石 石墨矿产

地质勘查规范》中有关饰面石材部分。
本标准与 DZ/T 0207-2002 中有关饰面石材部分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饰面石材大理石、花岗石两类为大理石、花岗石、石灰石、砂岩和板石五类（见 1，2002
版的 1）
；
――修改了饰面石材物理性能中的抗压强度为（干燥、水饱和）压缩强度，抗折强度为（干燥、水
饱和）弯曲强度，并增加取样规格（见 7.9.5，2002 版的 6.8）
；
――修改了勘查类型划分的主要因素相关内容，以花色品种复杂程度替代矿石质量稳定程度（见附
录 B.1，2002 版的附录 E.1）
；
――修改了一般工业要求中荒料率 20%为 18%（见附录 C.1.3.2.1，2002 版的附录 H.2.3.2）
；
――修改了一般工业要求中板材率 18m2/m3 为 25 m2/m3（见附录 C.2，2002 版的附录 H.2.4）
；
――修改了一般工业要求中开采最终边坡角为 50°～70°（见附录 C.3，2002 版的附录 H.2.5）
；
――修改了一般工业要求中最终开采水平的底盘宽度应不小于 20m（见附录 C.3，2002 版的附录
H.2.5）；
――修改了饰面石材放射性核素限量（见附录 D，2002 版的附录 C）；
――增加了“术语、符号”（见 3）
；
――增加了采用叠合图法测定体图解荒料率（见 7.6）；
――增加了物探工作方法的具体要求（见 7.7.2）
；
――增加了钻探工程“保证矿心结构面磨损小”和“终孔口径不小于 75mm”的要求（见 7.8.3 ）
；
――增加了一般工业要求中放射性水平分类（见附录 C.1.2）
；
――增加了饰面石材荒料规格分类（见附录 C.1.3.1）
；
――增加了饰面石材矿体图解荒料率、试采荒料率、荒料率校正系数、理论荒料率的计算方法（见
附录 C.1.3.2）
；
――增加了饰面石材物理性能一般要求（见附录 C.1.4）
；
――增加了一般工业要求中爆破安全距离要求（见附录 C.3）
；
――增加了“石材产品理化性能要求”（见附录 E）
；
――增加了“参考文献”。
――删除了面图解荒料率测定（见 2002 版的 6.6.3.1）；
――删除了饰面石材荒料块度分类（见 2002 版的附录 H.2）
；
――删除了饰面石材矿床勘查中放射性水平的预评价（见 2002 版的附录 C）
；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93）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北京总队、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云南总队。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风辰、刘志学、田震远、李登科、李文臣、刘发荣、张文强、冯惠敏、杜素
芳、李宝中、林玉华、张盛江、张兄明、张英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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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代替了 DZ/T 0207-2002 中有关饰面石材部分。
本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饰面石材矿地质勘探暂行规定》
（1990 年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颁发）
；
――DZ/T 0207-2002《玻璃硅质原料 饰面石材 石膏 温石棉 硅灰石 滑石
查规范》（2002年1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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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面石材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饰面石材（包括大理石、花岗石、石灰石、砂岩和板石）矿产勘查目的任务、勘查研
究程度、和勘查控制程度、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可行性评价工作、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及类型条件和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等。
本标准适用于饰面石材矿产勘查；可作为评审、验收饰面石材矿产地质勘查成果的要求；可作为矿
业权转让、矿产勘查开发筹资、融资、股票上市等活动中评价、估算矿产资源／储量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12719 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
GB/T 13908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 17766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GB/T 18341 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
GB/T 18600 天然板石
GB/T 18601 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
GB/T 19766 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
GB/T 23452 天然砂岩建筑板材
GB/T 23453 天然石灰石建筑板材
DZ/T 0033 固体矿产勘查-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规范
DZ/T 0227 地质岩心钻探规程
JC/T 202 天然大理石荒料
JC/T 204 天然花岗石荒料
3 术语和符号
3.1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标准。
3.1.1
饰面石材 Facing stone
用天然石材加工而成的用于表面装饰的材料。天然饰面石材主要有大理石、花岗石、石灰石、砂岩、
板石等。
3.1.2
大理石 mar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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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理岩为代表的一类石材，包括结晶的碳酸盐岩类石材和质地较软的其他变质岩类石材。
3.1.3
花岗石 granite
以花岗岩为代表的一类石材，包括岩浆岩和各种硅酸盐类变质岩石材。
3.1.4
石灰石 limestone
主要由方解石和白云石组成的一种沉积岩类石材。
3.1.5
砂岩 sandstone
以石英和长石为主，含有岩屑和其他副矿物机械沉积岩类石材。
3.1.6
板石 slate
易沿流片理产生的劈理面裂开成薄片的一类变质岩类石材。
3.1.7
品种 variety
按颜色、花纹等特征及产地对饰面石材所做的分类。
3.1.8
荒料 quarry stone
由矿体分离出来符合一定规格要求的石料。
3.1.9
装饰性 decoration
由饰面石材的颜色、花纹及光泽等的总和反映出的外观效果。
3.1.10
花纹 figure
由饰面石材的组分、结构、构造而呈现的图像。
3.1.11
荒料率 quarrystone rate
开采所获得的荒料体积与开采总体积之比。
3.1.12
板材率 slab rate
获得的具有一定规格的板材面积除以被加工荒料的体积。
3.1.13
放射性 radioactivity
物质所含放射性核素从不稳定的原子核自发地放出射线，而衰变形成稳定的元素的现象。
3.1.14
体积密度 bulk density
石材在自然状态下单位体积（包括石材实体及其开口孔隙、闭口孔隙）的质量。
3.1.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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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水率 water absorption
岩石吸水质量与干燥岩石质量比。
3.1.16
耐磨性 abrasion resistance
饰面石材抵抗脚踏磨损的性能指标。
3.1.17
压缩强度 compressive strength
试件承受单向压缩导致破坏时的应力值。
3.1.18
弯曲强度 flexural strength
试件弯曲至破坏时所能承受的应力值。
3.2 符号
3.2.1
H —荒料率
3.2.2
Ht —体图解荒料率
3.2.3
Hs —试采荒料率
3.2.4
Kh — 荒料率校正系数
3.2.5
Hl —理论荒料率
3.2.6
Bl —板材率
4 勘查目的任务
4.1 勘查目的
通过查明矿床地质特征，评价矿产资源的开发价值，为矿山建设规划、设计提供矿产资源/储量和
开采技术条件等必需的资料。
地质勘查工作分为预查、（删除）普查、详查、勘探4（三）个阶段。
4.2 勘查任务
4.2.1 预查阶段(删除 4.2.1)
通过对区域地质资料和遥感信息的综合研究、初步野外观测和极少量的工程验证，与相似的已知矿
床类比，初步了解预查区矿产资源远景，提出可供普查的矿产潜力较大地区，为普查工作提供依据。
4.2.2 普查阶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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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矿产资源潜力较大地区，采用露头检查、地质测量、数量有限的取样工程，可以辅助物探方
法，大致查明普查区地质及构造概况，大致掌握矿体的形态、矿石质量特征，大致了解矿床开采技术条
件，对饰面石材的加工技术性能进行类比研究，对有详查价值地段圈出详查区范围，为发展地区经济提
供基础资料。
4.2.3 详查阶段
对详查区通过大比例尺的地质测量及有效的勘查方法和手段，进行系统的工作和取样，基本查明地
质、构造、主要矿体形态、规模和矿石质量，基本确定矿体的连续性，基本查明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对
饰面石材的加工技术性能进行类比或测试，荒料率确定可以与同类矿山类比，必要时应进行矿山试采工
作，并通过预可行性研究，做出是否具有工业价值的评价。圈出勘探区范围，为勘探提供依据，为制定
矿山总体规划、项目建议书提供资料。
4.2.4 勘探阶段
对已知具有工业价值的矿床或经详查圈出的勘探区，通过加密各种勘查工程，详细查明矿床地质特
征，确定矿体的形态、产状、规模、空间位置和矿石质量特征，确定矿体的连续性，详细查明矿体开采
技术条件，对饰面石材的加工技术性能进行系统测试，应进行矿山试采工作，为可行性研究、矿山建设
设计提供依据。
5 勘查研究程度
5.1 地质研究
5.1.1 区域地质
5.1.1.1 预查阶段应全面搜集与预查区成矿有关的区域地质矿产资料、遥感数据、研究成果及各种有
关信息。（删除）
5.1.1.2 普查阶段应详细搜集与普查区成矿有关的区域地层、构造、岩浆岩、变质岩及矿产资料，进
行野外地质调查，研究成矿地质背景、控矿因素、找矿标志，大致查明成矿地质条件。
5.1.1.3 详查、勘探阶段应搜集与成矿有关的地层、构造、岩浆岩、变质岩及矿产资料，基本查明成
矿地质条件。
5.1.2 矿床地质
5.1.2.1 地层
5.1.2.1.1 预查阶段应初步了解含矿层位、岩性及矿体空间分布。（删除）
5.1.2.1.2 普查阶段应大致查明含矿层位、岩性及矿体空间分布。
5.1.2.1.3 详查阶段应基本查明地层层序，含（控）矿岩系层位、岩性、厚度，研究其分布规律及控
矿作用。
5.1.2.1.4 勘探阶段应详细划分地层层序，岩性组合、标志层，详细研究含（控）矿岩系的岩性、岩
相、厚度及分布规律。对沉积形成的矿床，应研究沉积环境和沉积物质组成、性质及其与成矿的关系。
5.1.2.2 岩浆岩
5.1.2.2.1 预查阶段应初步了解预查区岩浆岩种类、期次、形态及其空间分布。（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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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2 普查阶段应大致查明普查区岩浆岩种类、期次、形态及其空间分布。
5.1.2.2.3 详查阶段应基本查明岩浆岩种类、期次和岩浆岩相带。基本查明岩体形态、规模、延伸情
况及变化规律。研究后期岩浆岩对矿体的破坏程度和对矿石质量的影响。
5.1.2.2.4 勘探阶段应详细查明岩浆岩种类、期次和岩浆岩相带。详细查明岩体形态、规模、延伸情
况及变化规律。研究后期岩浆岩对矿体的破坏程度和对矿石质量的影响。
5.1.2.3 变质岩
5.1.2.3.1 预查阶段应初步了解预查区变质岩类型、分布情况及与矿体的关系。（删除）
5.1.2.3.2 普查阶段应大致查明普查区变质岩类型、分布情况及与矿体的关系。
5.1.2.3.3 详查阶段应基本查明变质岩的类型、形态、规模、产状、矿物成分和化学成分、分布规律，
研究变质作用的性质、范围以及与成矿的关系。
5.1.2.3.4 勘探阶段应详细查明变质岩的类型、形态、规模、产状、矿物成分和化学成分、分布规律，
研究变质作用的性质、范围以及与成矿的关系。
5.1.2.4 地质构造
5.1.2.4.1 预查阶段应初步了解矿预查区内主要地质构造的性质、规模、产状及分布范围。（删除）
5.1.2.4.2 普查阶段应大致查明普查区内主要地质构造的性质、规模、产状及分布范围，大致查明构
造对矿体的破坏程度。
5.1.2.4.3 详查阶段应基本查明和控制矿区主要褶皱与断裂构造的数量、性质、规模、产状、分布和
相互关系，研究其对矿体的破坏作用。研究节理裂隙的性质、产状、发育程度和分布。
5.1.2.4.4 勘探阶段应详细查明主要构造的形态、规模、产状、性质、分布范围及发育先后次序，研
究构造对矿床的破坏或影响程度。详细研究节理裂隙的性质、产状、发育程度和分布。
5.1.2.5 风化层
5.1.2.5.1 预查阶段应初步了解矿床风化层的深度及分布范围。（删除）
5.1.2.5.2 普查阶段应大致查明矿床风化层的深度及分布范围。
5.1.2.5.3 详查阶段应基本查明矿床风化层的深度、分布范围、风化物的种类、物理性能、化学成分、
风化作用对荒料及开采的影响。风化层分布面积较大，厚度大于 2m 时，应编制矿床风化层等厚线图。
5.1.2.5.4 5.1.2.5.4 勘探阶段应详细查明矿床风化层的深度、分布范围、风化物的种类、物理性能、
化学成分、风化作用对荒料及开采的影响。风化层分布面积较大，厚度大于 2m 时，应编制矿床风化层
等厚线图。
5.1.2.6 覆盖层
5.1.2.6.1 预查阶段应初步了解矿床覆盖层的分布与厚度。（删除）
5.1.2.6.2 普查阶段应大致查明矿床覆盖层的分布与厚度。
5.1.2.6.3 详查阶段应基本查明覆盖层的分布规律、厚度变化。研究覆盖层的种类、物理性能、矿物
成分、化学成分及胶结程度。当矿床覆盖层分布面积较大，厚度大于 2m 时，要编制矿床覆盖层等厚线
图。
5.1.2.6.4 勘探阶段应详细查明覆盖层的分布规律、厚度变化。研究覆盖层的种类、物理性能、矿物
成分、化学成分及胶结程度。当矿床覆盖层分布面积较大，厚度大于 2m 时，应编制矿床覆盖层等厚线
图。
5.1.2.7 岩溶
5.1.2.7.1 预查阶段应初步了解矿体中岩溶的形态、规模及分布范围。（删除）
5.1.2.7.2 普查阶段应大致查明矿体中岩溶的形态、规模及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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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7.3 详查阶段应基本查明矿体中岩溶的形态、规模、分布范围和变化规律。研究岩溶发育层位、
地段和程度。研究岩溶充填程度、充填物种类及其对资源/储量估算和开采的影响。
5.1.2.7.4 5.1.2.7.4 勘探阶段应详细查明矿体中岩溶的数量、形态、规模、分布范围和变化规律、充
填程度、充填物种类及其对资源/储量估算和开采的影响。
5.1.3 矿体地质
5.1.3.1 矿体地质特征
5.1.3.1.1 预查阶段应初步了解矿体规模、产状、厚度、矿石类型及分布；初步了解矿体中夹石的种
类。（删除）
5.1.3.1.2 普查阶段应大致查明矿体的分布范围、数量、规模、产状、厚度、夹石分布；大致查明矿
体的岩性、矿物组成、矿石类型及赋存规律。
5.1.3.1.3 详查阶段基本查明矿体的分布范围、数量、规模、产状、厚度、形态特征及其分布规律；
基本查明矿体的岩性、矿物组成、矿石类型及赋存规律；基本查明矿体中的夹石、顶底板围岩的岩性、
厚度、分布范围；基本查明矿体中析离体、残留体、捕虏体、细脉体等色斑、色线的种类、形态、大小、
数量、产状、分布密集情况和规律。
5.1.3.1.4 勘探阶段详细查明矿体的分布范围、数量、规模、产状、厚度、形态特征及其分布规律；
详细查明矿体的岩性、矿物组成、矿石类型及赋存规律；详细查明矿体中的夹石、顶底板围岩的岩性、
厚度、分布范围；研究矿体中析离体、残留体、捕虏体、细脉体等色斑、色线的种类、形态、大小、数
量、产状、分布密集情况和规律。
5.1.3.2 节理裂隙发育特征
5.1.3.2.1 预查阶段应初步了解矿体中节理裂隙发育情况。（删除）
5.1.3.2.2 普查阶段应大致查矿体中节理裂隙发育情况，大致查明影响、破坏矿体的因素。通过体图
解方法统计、计算荒料块度，类比同类矿山计算荒料率。
5.1.3.2.3 详查阶段应基本查明矿体中节理裂隙和层理面的性质、产状、分布情况，节理裂隙、层理
面间的间距，节理裂隙率、层面率（条/m），及对荒料块度和荒料率的影响；基本查明破碎带的产状、
规模及分布范围；通过体图解及试采的方法统计、计算荒料块度、荒料率。
5.1.3.2.4 勘探阶段应详细查明矿体中节理裂隙和层理面的性质、产状、分布情况和规律，节理裂隙、
层理面间的间距，节理裂隙率、层面率（条/m），及对荒料块度和荒料率的影响；详细查明破碎带的
产状、规模及分布范围；通过体图解及试采的方法统计、计算荒料块度、荒料率。
5.2 矿石质量研究
5.2.1 预查阶段
与已知矿床类比，了解预查区内矿石质量情况。（删除）
5.2.2 普查阶段
大致查明普查区内矿石质量；对可供进一步工作的区段，应大致查明矿石花色品种，大致查明矿石
的结构、构造、矿物成分；大致查明矿石中杂质的种类、形态、大小、数量、分布；大致查明矿体沿走
向、倾向及厚度上矿石质量变化特征；初步评价矿床的放射性水平。
5.2.3 详查阶段
基本查明矿石花色、矿物成分、赋存状态和结构构造变化规律，基本查明矿石中杂质的种类、形态、
大小、数量、分布规律；基本查明矿石质量沿走向、倾向及厚度上的变化特征，划分矿石自然类型、矿
石品种并研究其分布规律；对矿石的主要物理性能进行测试和评价；评价矿床的放射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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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勘探阶段
研究矿石品种及其赋存、变化情况和规律，研究不同品种的矿石矿物成分及其含量、结构、构造、
花色的变化情况和规律，研究矿石中杂质的种类、形态、大小、数量、分布规律，以及杂质对石材加工
和石材质量的影响；划分矿石自然类型、矿石品种并研究其分布规律；对矿石的主要物理性能进行测试
和研究；评价矿床的放射性水平；可视需要增加特殊理化性能的测试。
5.3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研究
5.3.1 预查阶段
通过与典型矿床矿石类比研究，推断主要矿石类型的加工技术性能，对其是否具有饰面石材利用性
能进行预测。（删除）
5.3.2 普查阶段
大致评价主要矿石类型的加工技术性能，做出是否可能作为饰面石材的初步评价。
5.3.3 详查阶段
基本评价主要矿石类型的加工技术性能。对评价矿山附近有类比条件的可以类比评价。
5.3.4 勘探阶段
详细评价主要矿石类型的加工技术性能。一般包括矿石的锯、切、磨、抛等主要加工技术性能，并
统计板材率。
5.4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研究
5.4.1 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研究
5.4.1.1 预查阶段
收集分析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大致了解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依据。（删除）
5.4.1.2 普查阶段
大致查明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依据。
5.4.1.3 详查阶段
调查研究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基本查明矿床的含（隔）水层、构造破碎带、风化层、岩溶发育带的
水文地质特征、发育程度和分布规律；调查地表水体分布范围及收集长期水文观测资料；基本查明地下
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地表水与含水层间的水力联系，矿床主要充水因素及其水文地质条件的复
杂程度，初步预测矿坑的涌水量，评价其对矿床开发的影响程度。
调查研究可供利用的供水水源的水质、水量和利用条件，指出供水水源方向。
5.4.1.4 勘探阶段
5.4.1.4.1 在研究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查明矿床的含（隔）水层的水文地质特征、地下水的
补给、径流、排泄条件，主要构造破碎带、风化破碎带、岩溶发育带的分布和富水性及其与其他各含水
层和地表水体的水力联系密切程度；查明主要充水含水层的富水性，地下水径流特征、水头高度、水文
地质边界，地表水体的水文特征及其对矿床开采的影响程度、老窿分布、积水情况等；确定矿床主要充
水因素、充水方式及途径；确定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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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4.2 对地下水位以上露天开采的矿床，应收集气象资料，调查矿区及其附近地表水体和当地最
高洪水位，调查矿区地表汇水边界和面积，自然排水条件，计算采矿场最大汇水量。
5.4.1.4.3 对地下水位以下露天开采的矿床，除上述工作外，还应详细查明含（隔）水层产状、厚度、
分布、岩溶裂隙、构造破碎带发育程度和含水性，详细研究地下水的补给、径流、排泄条件，确定矿坑
充水因素，预测矿坑涌水量。
5.4.1.4.4 对矿床疏干排水及矿坑水综合利用的可能性作出评价，提出供水水源方向。
5.4.1.4.5 对水文地质条件特别复杂的矿床，如急需开采利用，应进行专门的水文地质工作。
5.4.2 矿床工程地质条件研究
5.4.2.1 预查阶段
收集分析区域工程地质资料，初步了解矿区工程地质条件，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依据。（删除）
5.4.2.2 普查阶段
收集分析区域工程地质资料，大致查明矿区工程地质条件，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依据。
5.4.2.3 详查阶段
初步划分矿床工程地质岩组，测定主要岩石、矿石力学强度；基本查明构造、岩溶的发育程度、分
布规律和岩石风化程度、软弱夹层分布规律及其工程地质特征，基本查明矿床开采影响范围内岩石、矿
石稳固性和露天采矿场边坡稳定性；对矿床工程地质条件进行初步评价。
5.4.2.4 勘探阶段
5.4.2.4.1 详细研究矿体和围岩的工程地质条件，测定矿石、围岩的物理力学性质。详细查明矿床的
工程地质岩组的性质、产状和分布，查明各类结构面（断层、节理裂隙、软弱层等）发育程度、分布及
组合特征。查明岩石强风化层的发育深度与分布；调查相邻矿床已有矿山工程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等，
确定矿床工程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
5.4.2.4.2 结合矿山工程建设的需要，对露天采矿场边坡的稳定性做出初步评价，预测可能发生的主
要工程地质问题。
5.4.2.4.3 适于露天开采的矿床要研究矿体覆盖层的岩性、厚度、分布规律及与矿体的界线并确定剥
采比。
5.4.2.4.4 对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床，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专门的工程地质勘察。
5.4.3 矿床环境地质条件研究
5.4.3.1 预查阶段
应以收集环境地质资料为主，初步了解矿区环境地质条件，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依据。（删除）
5.4.3.2 普查阶段
应在预查阶段的基础上，（删除）大致查明矿区环境地质条件，为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依据。
5.4.3.3 详查阶段
基本查明矿区环境地质条件，调查了解矿区及相邻地区地质灾害现象，提出矿山开采可能产生的环
境地质问题。
5.4.3.4 勘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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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4.1 调查矿区及其附近地震活动历史情况及新构造活动特征，按照中国地震动参数，划分抗震
等级，对矿床的稳定性做出评价。
5.4.3.4.2 详细查明矿区内各种地质灾害现象（如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等）、地表水和地下水
质量及其他有害物质含量，结合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对矿床开采前的地质环境质量做出评
述。
5.4.3.4.3 对矿床开采中可能造成地质环境破坏和影响的地质问题，应进行预测评述，提出防治意见
和建议。
5.5 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5.5.1 预查阶段应了解共生、伴生矿产的种类及其特征。
（删除）
5.5.2 普查阶段应大致了解共生、伴生矿产的赋存特点及综合利用的可能性。
5.5.3 详查阶段应利用勘查主矿产的工程，研究了解共生、伴生矿产的含量和物质组分，对具有工业利
用价值和经济效益的共生、伴生矿产，应基本查明其赋存状态及综合利用的可能性。
5.5.4 勘探阶段对共生、伴生矿产，应基本查明和研究其种类、含量、赋存状态、分布规律、富集条件、
与主矿产相互关系等，对具有工业利用价值，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生、伴生矿产，应当进
行综合勘查、综合评价。
6 勘查控制程度
6.1 勘查类型划分
6.1.1 应根据矿床中占 70%以上资源/储量的主矿体（一个或几个矿体）的地质特征来确定勘查类型。勘
查类型划分主要依据矿体规模、形态、矿体厚度稳定程度、花色品种复杂程度及构造、夹石、脉岩、岩
溶发育程度等因素，划分为Ⅰ、Ⅱ、Ⅲ三个勘查类型。
6.1.2 当不同的主矿体或同一主矿体的不同地段，其地质特征和勘查程度差别很大时，也可按区段划分
为不同的勘查类型。
6.1.3 由于地质因素的复杂性，允许有过渡类型存在。
勘查类型划分的主要因素和矿床勘查类型参见附录B。
6.2 勘查工程间距确定
工程间距是指最相邻勘查工程控制矿体的实际距离，其间距应根据反映矿床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的勘
查类型来确定。工程间距通常采用与同类矿床类比的办法确定。也可根据已完工的勘查成果，运用地质
统计学的方法确定。供参考选择探求控制的矿产资源/储量勘查工程间距参见附录B。
6.3 勘查控制程度确定
应控制勘查范围内矿体的总体分布和相互关系。系统控制矿体四周的边界和采矿场底部矿体的边
界。
a）探明的和控制的矿产资源/储量，应基本查明矿体地质特征，有系统工程控制，其数量应达到矿
山最低服务年限的要求。其中，探明的矿产资源/储量，其主要矿体应在详查控制基础上由加密工程加
以圈定，其数量应满足矿山首期建设设计返还本息的要求。
b)推断的矿产资源量，应初步查明矿体地质特征，有少量工程控制，并符合矿山远景规划的要求。
c)预测的矿产资源量，应根据极少量验证工程所获取的资料估算，并为区域远景提供宏观决策的依
据。（删除）
具体矿床的勘查控制程度可根据矿床开发需要结合矿床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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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
7.1 地形测量、工程测量
一般采用全国统一坐标高程系统，测量精度应符合 GB/T 18341。普查阶段可测制地形简图，详查、
勘探阶段的矿床地形图应为精测。地形图的比例尺和测量范围应满足地质测量和矿产资源/储量估算的
需要，图幅边廓应尽量规整。
7.2 区域地质调查
区域地质图的比例尺一般为1∶50 000～1∶200 000，图幅范围和内容应能反映区域地质基本特征、
成矿地质背景及区域矿产分布。在充分收集利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如资料不足时，应结合矿产勘查的
需要，选择相应的比例尺进行必要的补充调查。
7.3 地质测量和勘探线地质剖面测量
7.3.1普查阶段矿床地质图的比例尺一般为1∶5 000～1∶10 000。
7.3.2详查、勘探阶段，矿区地质图的比例尺一般为1∶2 000，如矿床面积小时，矿床地质图的比例
尺可用1∶1 000。分段勘探的大型矿床，全区地质图比例尺可用1∶2 000～1∶5 000。
7.3.3普查阶段地质剖面测量的比例尺一般为1∶1 000～1∶5 000，详查、勘探阶段地质剖面应为精
测，比例尺一般为1∶500～1∶2 000。
矿床地质测量和地质剖面测量精度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要求。
7.4 矿体节理裂隙发育程度统计
详查、勘探阶段要求在矿床地质测量的同时，进行节理裂隙统计，编制节理裂隙发育程度图，比例
尺与矿床地形地质图相同，可单独绘制，也可与矿床地形地质图合并。节理裂隙发育程度图可不绘地形
线，但应绘出各个地质体及其产状和构造（褶皱、断层和破碎带），着重反映矿体中节理裂隙发育情况。
视情况划分出不同发育程度区，划出节理裂隙密集区、层理面密集区，还应反映出色斑、色线密集区。
综合上述因素确定出矿区矿体完整区、较完整区和破碎区。矿体节理裂隙发育程度图可单独绘制，也可
与矿床地形地质图合并。
7.5 矿床覆盖层及风化层等厚线图编制
当矿床覆盖层、风化层厚度大于2m 时，详查、勘探阶段要求在矿床地质测量的同时，编制矿床覆
盖层、风化层等厚线图。根据风化层与覆盖层的实际情况，可将覆盖层及风化层等厚线图合并。图件的
比例尺与矿床地形地质图相同，也可与矿床地形地质图合并。
7.6 荒料率的确定
7.6.1 图解荒料率测定
在矿床内节理、裂隙、层理面、色斑、色线不同发育程度区，一般均应各有2～3个测定点进行图解
荒料率统计，体积加权平均后代表此类区域的图解荒料率。如节理、裂隙、层理面、色斑、色线发育情
况变化不大，每个矿床测定点总数一般不少于10个，每个测定点的测定面积一般不小于40m2。
体图解荒料率（Ht），一般采用叠合图法测定，其方法是根据测点露头素描图，选择两个平行的断
面叠合，然后在叠合图中的一个开采段内截取荒料，统计不同类别荒料的体积，计算出不同类别块度荒
料的荒料率和总荒料率。
图解荒料率测定中，测点露头素描图比例尺一般1∶50，素描图面积一般应较荒料率测定面积大，
以满足荒料率测定时不遗漏应有的节理、裂隙、层面、色斑、色线为宜。截取荒料的类别、假定开采台
段高度、采掘带宽度、开采段长度等参数的确定，应符合工业指标和开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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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试采荒料率测定
试采荒料率（Hs）是在体图解荒料率测定点中，选择最能代表矿床或不同节理、裂隙、层面、色斑、
色线发育情况区通过试采而求得的。试采点采出矿石的体积不小于 50m3，试采点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
试采点荒料类别的统计和荒料率计算方法应与试采前图解荒料率测定方法一致。
根据矿山开采条件，研究确定试采点和试采方案，由具有试采能力的单位承担施工，地质勘查单位
承担编录。
7.6.3 体图解荒料率校正系数
计算试采荒料率（Hs）与试采区体图解荒料率（Ht）的比值，作为体图解荒料率的校正系数（Kh）。
已开采矿山经生产实践统计的荒料率，经分析研究，确认其对整个矿区或对局部地段具有代表性时，
可不做试采工作，利用矿山开采荒料率与开采区体图解荒料率计算体图解荒料率校正系数。
7.7 遥感地质和物探工作
7.7.1 遥感地质
地质勘查工作中要充分运用遥感资料提供的信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成图质量。
7.7.2 物探工作
详查、勘探阶段，依据勘查目的和任务，根据矿区地层、构造、岩浆岩、变质岩的地球物理特征，
对具备物探条件的矿区，采用高密度电法并结合其它探矿工程确定覆盖层、风化层分布；确定断层、破
碎带、节理裂隙密集区、岩溶分布情况；研究矿体的连续性，了解矿体形态、产状；确定围岩与矿体的
界线等。鼓励使用其他经济有效的物探方法开展工作。
物探工作线以勘探线为基线，采用勘探线间加密的方法平行布设。物探工作线间距20m～50m。
物探工作质量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要编制与勘查阶段、勘查目的相适应的综合成果图件，
物探主要成果应反映在地质勘查报告中。
7.7.3 其他工作
对饰面石材矿床的勘查，除岩浆岩不发育的碳酸盐岩类矿床外，应进行放射性测量和评价。评价标
准见附录D。
7.8 探矿工程
7.8.1 工程部署
应根据勘查工作目的、矿床地质特征，并考虑地形条件和技术经济因素，合理布置探矿工程。地表
覆盖层小于3m时一般采用探槽、剥土；大于3m时，可采用取样钻或浅井；深部一般采用钻探。
探矿工程布置应科学、合理，本着一工程多用的原则，尽可能兼顾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的需要。
7.8.2 探槽、浅井
用于揭露浅部矿体、构造和重要地质界线，覆盖层小于3m的可使用槽探，深度一般应穿过中风化、
弱风化带，达到新鲜基岩内以能鉴别花色品种、统计节理裂隙和采取品种鉴定基本样为准。
7.8.3 钻探
岩心钻探钻孔口径以能满足地质编录和采样的需要，达到预期探矿目的为准。
矿心（包括矿体中的夹石）采取率按连续5m计算不低于80％，并应保证矿心结构面磨损小，矿心
完整程度高；岩心采取率不低于70%；钻孔终孔口径不小于7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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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其他质量要求按DZ/T 0227执行。
7.9 样品采集与测试
7.9.1 石材品种鉴定样
7.9.1.1 标准样
标准样作为确定品种的依据，每个品种不少于一件。样品应具代表性，并应确保为未风化的完全新
鲜岩石，能反映该品种颜色、花纹（包括存在的缺陷）特征。同一品种样品需两份：一份成材面（用于
装饰的那个面）经加工抛光并测定光泽度，另一份成材面不加工抛光。抛光样成材面的规格一般不小于
30cm×30cm，非抛光样成材面的规格不小于10cm×5cm。如矿石的颜色、花纹有各向异性，应视需要沿
不同方向各采取同样数量和规格的样品。
7.9.1.2 基本样
用以与标准样对比划分品种的样品。一般按工程每间距 5 m 在完全新鲜岩石中采一件。样品的成
材面规格一般不小于10cm×5cm。如果颜色、花纹有各向异性，应视需要沿不同方向各采取一块。基本
样经水湿后，与水湿后的非抛光标准样对比确定品种。同时，应按品种选取不少于10%的基本样加工抛
光，与抛光标准样对比，以检查非抛光基本样与非抛光标准样对比划分品种的质量。
7.9.2 岩矿鉴定样
采集不同类型有代表性的矿石和岩石岩矿鉴定样。
7.9.3 光谱分析样
按照不同岩石类型和矿石类型分别采集光谱分析样品，进行光谱半定量全分析。
7.9.4 化学分析样
在岩矿鉴定和光谱全分析的基础上，按矿石类型分别采集化学分析样品，分析项目根据需要确定。
7.9.5 放射性样
除碳酸盐岩及其变质矿床外，对饰面石材矿床不同岩石类型，采取代表性样品，进行放射性比活度
的测量，并计算内照射指数、外照射指数。每个岩石类型至少取样1件，样品采集与测试按GB 6566－
2010执行。
7.9.6 物理性能样
体积密度样、吸水率样每一品种各不少于5件代表性样品。
干燥压缩强度、水饱和压缩强度、干燥弯曲强度、水饱和弯曲强度及耐磨性，每一品种各不少于3～
5件样品。（干燥、水饱和）压缩强度样规格为 50mm×50mm×50mm或Φ50mm×50mm；（干燥、水饱
和 ） 弯 曲 强 度 样 规 格 为 160mm×40mm×20mm ； 耐 磨 性 样 规 格 为 50mm×50mm×（ 20 ～ 50 ） mm 或
Φ25mm×60mm。
根据对工程地质研究的需要，对夹层和近矿围岩分别采取代表性样测试压缩强度、抗剪切强度。
7.9.7 加工技术性能测试样
在具有代表性的试采点中采样，进行测试。测试样品的规格不小于相应石材品种荒料最小规格要求
（参见附录C）。测试项目一般为锯、切、磨、抛等加工技术性能，并统计板材率。
7.10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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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比例尺的水文地质工作、工程地质工作和环境地质工作，按GB/T 12719等相关规范执行。
7.11 地质编录、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
7.11.1 各项原始地质编录要在现场完成，应及时、准确、客观、齐全，符合有关规范的要求，并按有
关规定及时检查验收。地质编录中要注意对矿体节理、裂隙、层理面、色斑、色线等影响成材和装饰性
能现象的描述，统计节理、裂隙密度，编绘节理玫瑰图等。
7.11.2 地质勘查资料综合整理工作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要求，要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全面、深入地分
析地质资料，特别是成矿地质条件及成矿规律的研究，用以指导矿产勘查工作，客观反映矿床地质特征。
7.11.3 地质勘查报告编写应符合 DZ/T 0033 规定。
8 可行性评价工作
8.1 概略研究
是对矿床开发经济意义的概略评价。通常是在收集分析该矿产资源在国内、外市场供需状况的基础
上，分析已取得的地质资料，类比已知矿床，推测矿床规模、矿石质量和开发利用的技术条件，结合工
作区的自然经济条件、环境保护等，以国内类似企业经验的技术经济指标或按扩大指标对矿床做出技术
经济评价。为矿床开发有无投资机会，是否进行详查阶段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或工程建设规划的决策提
供依据。
一般普查阶段应做概略研究，详查或勘探阶段的矿床，也可只进行概略研究。
8.2 预可行性研究
是对矿床开发经济意义的初步评价。预可行性研究需要较系统地对国内外该矿种矿产资源/储量、
生产、消费进行调查和初步分析；还需对国内外市场的需要量、产品品种、质量要求和价格趋势做出初
步预测。根据矿床规模和矿床地质特征以及工作区地形地貌，借鉴类似企业的实践经验，初步研究并提
出项目建设规模、产品种类，矿山总体建设轮廓和工艺技术的原则方案；参照价目表或类似企业开采对
比所获数据估算的成本，初步提出建设总投资、主要工程量和主要设备等，进行初步经济分析，并估算
不同类型的矿产资源/储量。
通过国内外市场调查和预测资料，综合矿床资源条件、工艺技术、建设条件、环境保护以及项目建
设的经济效益等各方面因素，从总体上和宏观上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建设条件的可行性以及经济效益
的合理性做出评价，为是否进行勘探阶段地质工作以及推荐项目和编制项目建议书提供依据。
预可行性研究一般应在详查工作的基础上进行。
8.3 可行性研究
是对矿床开发经济意义的详细评价。可行性研究首先需要认真对国内外该矿种矿产资源/储量、生
产和消费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对国内外市场的需要量、产品品种、质量要求、价格、竞争能力进行
分析研究和预测。工作中对资源（或原料）条件要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充分考虑地质、工程、环境、法
律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对企业生产规模、开采方式、开拓方案、产品方案、主要设备的选择，供
水供电、总体布局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计算和多方案比较，并依据评价
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投资、生产经营成本、销售收入、利润和现金流入、流出等。项目的技术经济数
据能满足投资有关各方的审查、评价需要。从而得出拟建工程是否应该建设以及如何建设的基本认识。
通过可行性研究的论证和评价，为矿业开发投资决策、确定工程项目建设计划等提供依据。
可行性研究一般应在勘探工作基础上进行。可行性研究工作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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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及类型条件（删除整章）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及类型条件按GB/T 17766执行。
9.1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依据
9.1.1 地质可靠程度
地质可靠程度反映了矿产勘查阶段工作成果的不同精度，分为探明的、控制的、推断的和预测的5
种。
a) 探明的是指在工作区的勘探范围依照勘探的精度详细查明了矿床的地质特征、矿体的形态、产
状、规模、矿石质量及开采技术条件，矿体的连续性已经确定，矿产资源/储量估算所依据的数
据详尽，可信度高。
b) 控制的是指对工作区的一定范围依照详查的精度基本查明了矿床的主要地质特征、矿体的形态、
产状、规模、矿石质量及开采技术条件，矿体的连续性基本确定，矿产资源/储量估算所依据的
数据较多，可信度较高。
c) 推断的是指对普查区按照普查的精度大致查明矿床的地质特征以及矿体（矿点）的展布特征、
质量，也包括那些由地质可靠程度较高的基础储量或资源量外推的部分。由于信息有限，不确
定因素多，矿体（点）的连续性是推断的，矿产资源量估算所依据的数据有限，可信度较低。
d) 预测的是指对矿化潜力较大地区经过预查得出的结果。在有足够的数据并能与地质特征相似的
已知矿床类比时，才能估算出预测的矿产资源量。
9.1.2 经济意义
对地质可靠程度不同的查明矿产资源，经过不同阶段的可行性研究，按照评价当时经济上的合理性
可以划分为经济的、边际经济的、次边际经济的、内蕴经济的四种。
a) 经济的是其数量和质量是依据符合市场价格确定的生产指标计算的，在可行性研究或预可行性
研究当时的市场条件下开采，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环境等其他条件允许，即每年开采矿
产品的平均价值能足以满足投资回报的要求，或在政府补贴和（或）其他扶持措施条件下，开
发是可能的。通常将未来矿山企业的年平均内部收益率大于或等于行业基准内部收益率，按行
业基准贴现率计算的净现值大于零的矿产资源划为经济的。
b) 边际经济的是在可行性研究或预可行性研究当时，其开采是不经济的，但接近于盈亏边界，只
有在将来由于技术、经济、环境等条件的改善或政府给予其他扶持的条件下可变成经济的。通
常将未来矿山企业的年平均内部收益率在零至行业基准内部收益率之间，按行业基准贴现率计
算的净现值等于零或接近于零的矿产资源划为边际经济的。
c) 次边际经济的是在可行性研究或预可行性研究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或技术上不可行的，需大
幅度提高矿产品价格或技术进步，使成本降低后方能变为经济的。通常将未来矿山企业的年平
均内部收益率和按行业基准贴现率计算的净现值小于零的矿产资源划为次边际经济的。
d) 内蕴经济的是仅通过概略研究做了相应的投资机会评价，未做预可行性研究或可行性研究，由
于不确定因素多，无法区分其是经济的、边际经济的，还是次边际经济的。
经济意义未定的仅指预查后预测的资源量，属于潜在矿产资源，无法确定其经济意义。
9.2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9.2.1 储量
经过详查或勘探，地质可靠程度达到了控制的或探明的工作精度；进行了预可行性或可行性研究；
经济上表现为在生产期内，每年的平均内部收益率高于国家或行业基准收益率，即每年开采矿产品的平
均价值足以满足投资回报的要求；用扣除了设计和采矿损失的可实际开采数量表述。储量是基础储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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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可采部分。根据矿产勘查阶段和可行性评价阶段的不同，储量又可分为可采储量（111）、预可
采储量（121）及预可采储量（122）三个类型。
9.2.2 基础储量
经过详查或勘探，地质可靠程度达到控制的或探明的工作精度；进行了预可行性或可行性研究；其
经济意义属于经济的或边际经济的，也就是在生产期内，每年的平均内部收益率在零以上的那部分资源。
基础储量又可分为两部分。经济基础储量是年均内部收益率高于国家或行业基准收益率，即经预可行性
或可行性研究属经济的，未扣除设计和采矿损失的那部分资源；又可分为三个类型，与储量中的三个类
型呈对应关系，即探明的（可研）经济基础储量（111b），探明的（预可研）经济基础储量（121b）、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另一部分为边际经济基础储量，即年均内部收益率介于国家或行业基准
收益率与零之间的那部分资源；也有三个类型，即探明的（可研）边际经济基础储量（2M11）、探明
的（预可研）边际经济基础储量（2M21）、控制的边际经济基础储量（2M22）。
9.2.3 资源量
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经过普查至勘探工作程度，地质可靠程度达到了推断的至探明的工作精度，
但可行性评价工作只进行了概略研究；由于技术经济参数取值为经验数据，区分不出其真实的经济意义，
统归为资源量，可细分为三个类型，即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第二部分是对详查或勘探成果进行预可行性、可行性研究后，其年均
内部收益率呈负值，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需要大幅度提高矿产品价格或大幅度降低成本才能变
成经济的那部分次边际经济的资源，也分为三个类型，即探明的（可研）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11）、
探明的（预可研）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1）、控制的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第三部分是经过
预查，依据已有资料分析、类比而估计的资源量，即预测的资源量（334）?，属于潜在矿资源。
9.3 矿产资源/储量类型及条件
9.3.1 储量
9.3.1.1 可采储量（111）
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的可采部分。是指在已按勘探阶段要求加密工程的地段，在三维空间上详细圈
定了矿体，肯定了矿体的连续性，详细查明了矿体地质特征、矿石质量和开采技术条件，并有相应的矿
石加工技术性能测试成果，已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包括对开采、经济、市场、法律、环境、社会和政府
因素的研究及相应的修改，证实其在计算的当时开采是经济的。估算的可采储量及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
信度高。
9.3.1.2 预可采储量（121）
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的可采部分。是指在已达到勘探阶段加密工程的地段，在三维空间上详细圈定
了矿体，肯定了矿体连续性，详细查明了矿体地质特征、矿石质量和开采技术条件，并有相应的矿石加
工技术性能测试成果，但只进行了预可行性研究，表明当时开采是经济的。估算的可采储量可信度高，
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9.3.1.3 预可采储量（122）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的可采部分。是指在已达到详查阶段工作程度要求的地段，基本上圈定了矿体
的三维形态，能够较有把握地确定矿体连续性的地段，基本查明了矿床地质特征、矿石质量、开采技术
条件，提供了矿石加工技术性能测试的成果。也可利用同类型矿石的试验成果。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
开采是经济的，估算的可采储量可信度较高，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15

DZ/T 0291—2015
9.3.2 基础储量
9.3.2.1 探明的（可研）经济基础储量（111b）
所达到的勘查阶段、地质可靠程度、可行性评价阶段及经济意义的分类同9.3.1.1所述，与其唯一的
差别在于本类型是用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的数量表述。
9.3.2.2 探明的（预可研）经济基础储量（121b）
所达到的勘查阶段、地质可靠程度、可行性评价阶段及经济意义的分类同9.3.1.2所述，与其唯一的
差别在于本类型是用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的数量表述。
9.3.2.3 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122b）
所达到的勘查阶段、地质可靠程度、可行性评价阶段及经济意义的分类同9.3.1.3所述，与其唯一的
差别在于本类型是用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的数量表述。
9.3.2.4 探明的（可研）边际经济基础储量（2M11）
是指在达到勘探阶段工作程度要求的地段，详细查明了矿床地质特征、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
圈定了矿体的三维形态，肯定了矿体的连续性，有相应的加工技术性能测试成果。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
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但接近盈亏边界，只有当技术、经济等条件改善后才可变成经济的。这
部分基础储量可以是覆盖全勘探区的，也可以是勘探区中的一部分，在可采储量周围或在其间分布。估
算的基础储量和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高。
9.3.2.5 探明的（预可研）边际经济基础储量（2M21）
是指在达到勘探阶段工作程度要求的地段，详细查明了矿床地质特征、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
圈定了矿体的三维形态，肯定了矿体的连续性，有相应的矿石加工技术性能测试成果，预可行性研究结
果表明，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但接近盈亏边界，待将来技术经济条件改善后可变成经济的。
其分布特征同2M11。估算的基础储量可信度高，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9.3.2.6 （控制的）边际经济基础储量（2M22）
是指在达到详查阶段工作程度的地段，基本查明了矿床地质特征、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基本
圈定了矿体的三维形态，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但接近盈亏边界，待
将来技术经济条件改善后可变成经济的。其分布特征类似于2M11。估算的基础储量可信度较高，可行
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9.3.3 资源量
9.3.3.1 探明的（可研）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11）
是指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勘探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探明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
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应大幅度提高矿产品价格或大幅度降低成本后，才能变成经济的。估算
的资源量和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高。
9.3.3.2 探明的（预可研）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1）
是指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勘探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探明的，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
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需要大幅度提高矿产品价格或大幅度降低成本后，才能变成经济的。估
算的资源量可信度高，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9.3.3.3 控制的次边际经济资源量（2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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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详查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控制的，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
在确定当时，开采是不经济的，需大幅度提高矿产品价格或大幅度降低成本后，才能变成经济的。估算
的资源量可信度较高，可行性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一般。
9.3.3.4 探明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1）
是指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勘探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探明的，但未做可行性研究或预
可行性研究，仅做了概略研究，经济意义介于经济的—次边际经济的范围内。估算的资源量可信度高，
可行性评价可信度低。
9.3.3.5 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
是指在勘查工作程度已达到详查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控制的，可行性评价仅做了概略
研究，经济意义介于经济的—次边际经济的范围内，估算的资源量可信度较高，可行性评价可信度低。
9.3.3.6 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是指在勘查工作程度只达到普查阶段要求的地段，地质可靠程度为推断的，资源量只根据有限的数
据估算的，其可信度低。可行性评价仅做了概略研究，经济意义介于经济的—次边际经济的范围内，可
行性评价可信度低。
9.3.3.7 预测的资源量（334）?
是指依据区域地质研究成果、航空、遥感、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异常或极少量工程资料，确定具
有矿化潜力的地区，并和已知矿床类比而估计的资源量，属于潜在矿产资源，有无经济意义尚不确定。
10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
10.1 工业指标
10.1.1 质量要求的主要内容
矿石质量要求的主要内容有：矿石的一般工业要求、矿石装饰性能要求、荒料率和荒料规格的要求。
10.1.2 开采技术条件要求
露天开采矿床开采技术条件要求有：可采厚度、夹石剔除厚度、剥采比、最低开采标高、露天采矿
场最小底盘宽度、露天采矿场边坡角和爆破安全距离等。
10.2 资源/储量估算一般原则
10.2.1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所依据的工业指标，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程序制定的。估算供矿山建设设
计利用的矿产资源/储量，应采用针对具体矿床的工业指标；不直接提供矿山建设设计利用的矿产资源/
储量，其估算依据可采用一般工业指标（参见附录 C）。
10.2.2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依据的各项勘查工作成果的质量，应符合有关规范规程的要求。
10.2.3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对象和单位：饰面石材矿应分别估算矿石量和荒料量，单位为 104m3。
10.2.4 矿产资源/储量应按矿体、块段、矿石的品种分别估算，统计全矿床矿产资源/储量。
10.2.5 对具有综合利用价值的共、伴生矿产，应按实际勘查研究程度和相应勘查规范的要求，估算其
矿产资源/储量。
10.2.6 废石（夹石、风化层、覆盖层）剥离量应按废石体积分块段估算，剥离量估算单位为 104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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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应根据矿床特点选择适当的矿产资源/储量估算方法，提倡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推广计算机
在矿产资源/储量估算中的运用，但所使用的计算机软件须经有关管理部门认定。
10.2.8 通常矿产勘查工作应与可行性评价工作紧密衔接，在普查、详查、勘探三个阶段，应相应进行
概略研究、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评价。根据可行性评价阶段、经济意义和地质可靠程度，分别估
算各类矿产资源/储量。如果矿产勘查工作已结束，地质可靠程度达到了推断的、控制的、探明的程度，
而可行性评价只进行了概略研究，区分不出其真实的经济意义时，可分别相应估算推断的内蕴经济（删
除）资源量（333）（删除）、控制的内蕴经济（删除）资源量（332）（删除）、探明的内蕴经济（删
除）资源量（331）（删除），待进行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后，根据其经济意义，再相应调整矿
产资源/储量的类别。
10.3 确定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的要求
10.3.1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所依据的各项参数应准确、具代表性。估算探明的和控制的矿产资源/储量
所依据的参数应根据实测数据确定，估算推断的和预测的矿产资源量所依据的某些参数，在未能取得实
测数据的情况下，可采用相似矿床的类比资料确定。
10.3.2 估算饰面石材矿产资源/储量采用的荒料率应具代表性，经综合分析研究后确定。估算推断的
和预测的矿产资源量，荒料率可采用经类似矿床经验校正的图解荒料率；估算控制的和探明的矿产资源
/储量，荒料率应采用理论荒料率。矿床节理、裂隙、层理面、色斑、色线发育情况变化不大时，可采
用矿床平均理论荒料率估算矿产资源/储量；否则应按不同节理、裂隙、层理面、色斑、色线发育区，
分别采用相应的理论荒料率估算矿产资源/储量。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块段的岩溶率大于3%时，应对估算的矿产资源/储量进行校正。
10.4 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结果表（删除）
根据矿体的勘查控制程度、地质可靠程度、可行性评价阶段成果，对勘查工作所获得的矿产资源/
储量进行分类。矿产资源/储量估算工作结束后，应按分类估算结果编制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结果表，以
说明地质勘查工作所获得的矿产资源/储量数量。矿产资源/储量表应在说明矿石量、荒料率的同时，反
映出矿产资源/储量的地质可靠程度和经济意义，并标明矿产资源/储量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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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删除整个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表 A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表
探明的

控制的

推断的

预测的

可采储量（111）
经济的

边际经济的

基础储量（111b）
预可采储量（121）

预可采储量（122）

基础储量（12lb）

基础储量（122b）

基础储量（2M11）
基础储量（2M21）

基础储量（2M22）

资源量（2S11）
次边际经济的
内蕴经济的

资源量（2S21）

资源量（2S22）

资源量（331）

资源量（332）

资源量（333）

资源量（334）?

注1：表中所用编码（111～334），第1 位数表示经济意义，即1＝经济的，2M＝边际经济的，2S＝次
边际经济的，3＝内蕴经济的，?＝经济意义未定的；第2 位数表示可行性评价阶段，即1＝可行性
研究，2＝预可行性研究，3＝概略研究；第3 位数表示地质可靠程度，即1＝探明的，2＝控制的，
3＝推断的，4＝预测的，b＝未扣除设计、采矿损失的可采储量。
注2：资料来源GB/T 17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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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勘查类型与工程间距
B.1 勘查类型划分的主要地质因素
B.1.1 矿体规模
B.1.1.1 大型：矿体长度大于1 000m；
B.1.1.2 中型：矿体长度为1 000m～500m；
B.1.1.3 小型：矿体长度小于500m。
B.1.2 主矿体形态
B.1.2.1 规则：矿体呈层状、似层状，或形态完整，边界规则；
B.1.2.2 较规则：矿体呈似层状，或形态较完整，边界较规则；
B.1.2.3 不规则：矿体形态不规则或呈矿体群，边界不规则。
B.1.3 矿体厚度稳定程度
B.1.3.1 稳定：矿体连续，厚度变化小或呈有规律变化，厚度变化系数＜40%；
B.1.3.2 较稳定：矿体基本连续，厚度变化不大，局部变化较大，厚度变化系数40%～70%；
B.1.3.3 不稳定：矿体连续性差，厚度变化大，变化无规律，厚度变化系数＞70%。
B.1.4 夹石
B.1.4.1 少：不含或少含不连续夹石；
B.1.4.2 较少：含少量不连续夹石；
B.1.4.3 较多：含较多不连续夹石。
B.1.5 花色品种
B.1.5.1 简单：花色品种单一或多个花色品种有规律分布；
B.1.5.2 较简单：多个花色品种分布欠规律；
B.1.5.3 较复杂：多个花色品种分布规律性差。
B.1.6 构造、脉岩、岩溶
B.1.6.1 不发育：大理石、石灰石、砂岩、板石类矿床构造、脉岩、岩溶不发育，矿体未受到影响和
破坏，或只受到轻微的影响和破坏；花岗石矿床矿体构造不发育。
B.1.6.2 中等发育：大理石、石灰石、砂岩、板石类矿床构造欠发育，含较少脉岩，岩溶欠发育；花
岗石矿床构造欠发育，含较少析离体、捕虏体、混杂斑团、脉岩等。
B.1.6.3 发育：大理石、石灰石、砂岩、板石类矿床构造较发育，含较多岩脉，岩溶较发育；花岗石
矿床构造较发育，含较多析离体、捕虏体、混杂斑团、脉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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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矿床勘查类型
饰面石材矿床勘查类型见表B.1。
表B.1 饰面石材矿床勘查类型
勘查类型

Ⅰ（地质条件简单型）

Ⅱ（地质条件中等型）

Ⅲ（地质条件复杂型）

矿体规模

多为大型

多为大、中型

多为中、小型

矿体形态

规则

较规则

不规则

厚度稳定性

稳定

较稳定

不稳定

夹石

不含或少含不连续夹石

含少量不连续夹石

含较多不连续夹石

花色品种

简单

较简单

较复杂

构造、脉岩、岩溶
矿床实例

不发育

中等发育

发育

湖南华容弹子山花岗石（花

陕西潼关玉石峪大理石（蛇

辽宁丹东二道沟丹东绿

岗岩）矿

纹石化大理岩）矿

大理石（蛇纹岩）矿

B.2.1 勘查工程间距
探求控制的矿产资源/储量勘查工程间距见表B.2。
表B.2 探求控制的矿产资源/储量勘查基本工程间距
勘查类型

勘查工程间距 m

Ⅰ（地质条件简单型）

200～300

Ⅱ（地质条件中等型）

100～200

Ⅲ（地质条件复杂性）

50～100

注1：勘查工程间距为探求控制的矿产资源/储量勘查工程间距的参考值，对勘查工程不能满足要求
的局部问题，例如：对矿体覆盖层和风化层的控制，应在勘查剖面上和剖面间适当加密工程；
对首期开采地段，当基本工程间距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适当增加工程；对需要控制的断层、
破碎带、节理密集区、岩溶发育带等，可用专线、专孔控制。
注2：不同勘查类型不同地质可靠程度的矿产资源/储量类型间工程间距的差别，不限于加密或放稀
二分之一，可视实际需要而定。
注3：勘查工程间距主要限于大理石、花岗石、石灰石、砂岩矿产，板石可参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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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一般工业要求
C.1 饰面石材质量一般要求
C.1.1 装饰性能
饰面石材矿石装饰性能表现为经加工后具有一定的颜色、花纹和光泽度，根据饰面石材的颜色、花
纹差异划出不同品种和不同档次。
饰面石材中的色斑、色线影响装饰性能，在荒料、板材的标准中均有限制；石材中的孔洞也影响装
饰性能（有时可通过某些措施予以弥补），碳酸盐岩石材中的石英、燧石除可能影响装饰性能外，最主
要的是对加工性能有影响。石材中存在的某些金属硫化物、泥质物、有机物等，由于易于风化而影响石
材的装饰性能和耐久性，因此含这些杂质较多的石材一般不宜用于室外装饰。
市场对饰面石材的需求常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因此对于饰面石材品种，一般按市场需求确定。
C.1.2 放射性水平分类
表C.1给出放射性水平分类。
表C.1 放射性水平分类表
类别

ＩＲa

Ｉγ

A

≤1.0

≤1.3

产销与使用范围不受限制

B

≤1.3

≤1.9

不可用于 I 类民用建筑的内饰面，但可用于Ⅱ类民用建筑
物、工业建筑内装饰及其他一切建筑的外饰面

≤2.8

只可用于建筑物的外饰面及室外其他用途

C

用途

注1：Ⅰ类民用建筑是指如住宅、老年公寓、托儿所、医院和学校等；Ⅱ类民用建筑是指如商场、体育场、书
店、宾馆、办公楼、图书馆、文化娱乐场所、展览馆和公共交通等候室、餐厅理发店等。
注2：ＩＲa 为内照射指数，Ｉγ为外照射指数。

C.1.3 荒料
C.1.3.1 荒料类别
荒料按规格分为三类，见表C.2。
表C.2

矿石类别
大理石
石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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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面石材荒料规格分类表

长度（cm）×宽度（cm）×高度（cm）
大料

中料

小料

≥280×80×160

≥200×80×130

≥100×50×40

DZ/T 0291—2015
长度（cm）×宽度（cm）×高度（cm）

矿石类别
花岗石

大料

中料

小料

≥245×100×150

≥185×60×95

≥65×40×70

砂

岩

参照大理石

板

石

根据需要确定

C.1.3.2 荒料率
C.1.3.2.1 荒料率
一般要求中档饰面石材荒料率不小于18％，在其他技术经济条件相近的情况下，对于高档饰面石材
矿的荒料率要求可适当降低，对一般档次饰面石材荒料率要求可适当提高。
荒料率通过公式（C.1）计算。
……………………………………………………（C.1）
式中：
H

— 荒料率，%；

Vh

— 荒料体积，m3；

Vz

— 总体积，m3。

C.1.3.2.2 体图解荒料率
统计各种规格图解荒料体积和参加图解的矿石体积，计算体图解荒料率。
…………………………………………………（C.2）
式中：
Ht

— 体图解荒料率，%；

Vth — 图解荒料体积，m3；
Vt

— 图解总体积，m3。

C.1.3.2.3 试采荒料率
统计试采获得的荒料体积和试采总体积，计算试采荒料率。
…………………………………………………（C.3）
式中：
Hs

— 试采荒料率，%；

Vsh — 试采获得的荒料体积，m3 ；
Vs

— 试采总体积，m3。

C.1.3.2.4 荒料率校正系数
试采荒料率（Hs）与试采区体图解荒料率（Ht）的比值为荒料率校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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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式中：
Kh

— 荒料率校正系数。

C.1.3.2.5 理论荒料率
理论荒料率就是校正后的体图解荒料率。理论荒料率为资源/储量估算的基本参数。
Hl  Ht  Kh

………………………………………………（C.5）

式中：
Hl — 理论荒料率。

C.1.4 饰面石材物理性能
表 C.3 给出不同类型饰面石材物理性能一般要求。
表C.3 饰面石材物理性能一般要求表
技术指标
大理石

项目

石灰石

方解石

白云石

蛇纹石

砂岩

花岗石
低密度

中密度

高密度

杂砂岩

石英

大理石

大理石

大理石

体积密度/
(g/cm3 )

≥2.60

≥2.80

≥2.56

≥2.56

≥1.76

≥2.16

≥2.56

≥2.00

≥2.40

≥2.55

吸水率 / %

≤0.50

≤0.50

≤0.60

≤0.60

≤12.00

≤7.50

≤3.00

≤8.00

≤3.00

≤1.00

≥52.0

≥52.0

≥69.0

≥100．0

≥12.0

≥28.0

≥55.0

≥12.6

≥68.9

≥137.9

≥7.0

≥7.0

≥6.9

≥8.0

≥2.9

≥3.4

≥6.9

≥2.4

≥6.9

≥13.9

≥10.0

≥25

≥10

≥10

≥10

≥2

≥8

≥8

≥8

干燥

压缩强度

水饱和

MPa

干燥

弯曲强度

水饱和

MPa

耐磨性 a/(1/cm3)

≥10

耐气候性软化

砂岩

板石
石英岩

≤0.45

≤0.64

深度/mm
注：a 仅适用在地面、楼梯踏步、台面等易磨损部位的石材。

C.2 板材率一般要求
一般要求中档饰面石材(2cm厚板)的板材率不小于25m2/m3；在其他技术经济条件相近的情况下，对
于高档饰面石材矿的板材率要求可适当降低，对一般档次的饰面石材矿的板材率可适当提高。
Sb

……………………………………………（C.6）

Bl ＝

Vh
式中：
Bl — 板材率，m2/m3 ；
Sb — 满足一定规格的板材面积，m2；
Vh — 被加工荒料体积，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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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开采技术条件一般要求
表C.4给出开采技术条件一般要求。
表C.4 开采技术条件一般要求
可采
厚度

3m

夹石剔
除厚度

最低开采标高

露天采矿场
最终边坡角

露天采矿场
最小底盘宽度

剥采比

爆破安全距离

2m

不低于当地侵
蚀基准面，如在
技术经济可行
条件下,可适当
低于当地侵蚀
基准面

岩 石 状 50°～
70°，松散状不
大于 45°

最终开采水平
的底盘宽度应
不小于 20m

视矿山开发
总的经济效
益而定

矿床开采境界线外不应小于
200m；公路、铁路、高压线、
居民区和其他主要建筑物，
应不小于 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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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饰面石材放射性核素限量
D.1 饰面石材放射性参数
D.1.1 内照射指数
建筑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的放射性比活度与本标准中规定的限量值之比值。表达式为：
ＩＲa＝

CＲ a
200

……………………………（D.1）

式中：
ＩＲa — 内照射指数；
ＣＲa — 建筑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的放射性比活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200 — 仅考虑内照射情况下，本标准规定的建筑材料中放射性核素镭-226的放射性比活度限量，
单位为贝可每千克（Bq/kg)。
D.1.2 外照射指数
建筑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和钾-40的放射性比活度分别除以其各自单独存在时本标
准规定限量值之比值的和。表达式为：
Ｉγ ＝

C Ra
370

＋

C Th
260

＋

CK
4 200

………………………（D.2）

式中：

Ｉγ

— 外照射指数；
CRa、CTh、CK — 分别为建筑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和钾-40的放射性比活度，单
位为贝可/千克（Bq/kg);
370、260、4 200 一 分别为仅考虑外照射情况下，本标准规定的建筑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
钍-232、钾-40在其各自单独存在时本标准规定的限量，单位为贝可每千克
（Bq/kg)。
D.1.3 放射性比活度
物质中的某种核素放射性活度除以该物质的质量而得的商。表达式：
C ＝

A
m

式中：
Ｃ — 放射性比活度，单位为贝可/千克（Bq/kg);
Ａ — 核素放射性活度，单位为贝可（Bq);
ｍ — 物质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D.2 放射性水平分类
D.2.1 A类装饰装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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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装修材料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钾-40的放射性比活度同时满足ＩＲa ≤1.0和Ｉγ≤
1.3 要求的为A类装饰装修材料。A类装饰装修材料产销与使用范围不受限制。
D.2.2 B类装饰装修材料
不满足A类装饰装修材料要求但同时满足ＩＲa ≤1.3和Ｉγ≤1.9要求的为B类装饰装修材料。B类装
饰装修材料不可用于I类民用建筑的内饰面，但可用于Ⅱ类民用建筑物、工业建筑内装饰面及其他一切
建筑的外饰面。
D.2.3 C类装饰装修材料
不满足A、B类装饰装修材料要求但满足Ｉγ≤2.8要求的为C类装饰装修材料。C类装饰装修材料只
可用于建筑物的外饰面及室外其他用途。
D.3 来源
本附录引自GB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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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石材产品理化性能要求
E.1 天然花岗石荒料
表E.1 给出天然花岗石荒料物理性能要求。
表E.1 天然花岗石荒料物理性能要求
技术指标

项目
体积密度/(g/cm3)
吸水率 / %

一般用途

功能用途

≥2.56

≥2.56

≤0.60

≤0.40

≥100

≥131

≥8.0

≥8.3

干燥
压缩强度/MPa

水饱和
干燥

弯曲强度/MPa

水饱和

注：引自 JC/T 204。

E.2 天然大理石荒料
表E.2给出天然大理石荒料物理性能要求。
表E.2 天然大理石荒料物理性能要求
技术指标
项目
方解石大理石

白云石大理石

蛇纹石大理石

体积密度/( g/cm3 )

≥2.60

≥2.80

≥2.56

吸水率/ %

≤0.50

≤0.50

≤0.60

≥52.0

≥52.0

≥69.0

≥7.0

≥7.0

≥6.9

干燥
压缩强度/MPa
水饱和
干燥
弯曲强度/MPa
水饱和
注：引自 JC/T 202。

E.3 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
表E.3给出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物理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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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3 天然花岗石建筑板材物理性能要求
技术指标

项目

一般用途

功能用途

体积密度/(g/cm3)

≥2.56

≥2.56

吸水率/%

≤0.60

≤0.40

≥100

≥131

≥8.0

≥8.3

≥25

≥25

干燥
压缩强度/MPa

水饱和
干燥

弯曲强度/MPa

水饱和

耐磨性 a/(1/cm3)
a

仅在地面、楼梯踏步、台面等严重踩踏或磨损部位的花岗石石材检测此项。
注：引自 GB/T 18601。

E.4 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
表E.4给出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物理性能要求。
表E.4 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物理性能要求
项目

技术指标

体积密度/（g/cm3）

≥2.30

吸水率/%

≤0.50
干燥

压缩强度/MPa

≥50.0

水饱和
干燥

弯曲强度/MPa

≥7.0

水饱和

注：引自 GB/T 19766

E.5 天然石灰岩建筑板材
表E.5给出天然石灰岩建筑板材物理性能要求。
表E.5 天然石灰岩建筑板材物理性能要求
技术指标

项目
体积密度/(g/cm3)
吸水率/%

低密度石灰石

中密度石灰石

高密度石灰石

≥1.76

≥2.16

≥2.56

≤12.0

≤7.5

≤3.0

≥12

≥28

≥55

≥2.9

≥3.4

≥5.9

≥10

≥10

≥10

干燥
压缩强度/MPa

水饱和
干燥

弯曲强度/MPa
耐磨性 a/(1/cm3)
a

水饱和

仅适用在地面、楼梯踏步、台面等易磨损部位的石灰石石材。

注：引自 GB/T 2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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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 天然砂岩建筑板材
表E.6给出天然砂岩建筑板材物理性能要求。
表E.6 天然砂岩建筑板材物理性能要求
技术指标

项目

杂砂岩

石英砂岩

石英岩

体积密度/(g/cm3)

≥2.00

≥2.40

≥2.56

吸水率/%

≤8

≤3

≤1

≥12.6

≥68.9

≥137.9

≥2.1

≥6.9

≥13.9

≥2

≥8

≥8

干燥
压缩强度/MPa

水饱和
干燥

弯曲强度/MPa

水饱和

耐磨性 a/(1/cm3)
a

仅适用在地面、楼梯踏步、台面等易磨损部位的砂岩石材。

注：引自GB/T 19766
E.7 天然板石
E.7.1 饰面板石理化性能应符合表E.7的规定。
表E.7 饰面板石理化性能要求
技术指标
项目

弯曲强度/MPa
吸水率/%

a

室内

室外

C1

C2

C3

C4

≥10.0

≥50.0

≥20.0

≥62.0

≤0.45

≤0.25

耐气候性软化深度/mm

≤0.64

耐磨性 a/(1/cm3)

≥8

仅适用在地面、楼梯踏步、台面等易磨损部位的砂岩石材。

注：引自 GB/T 18600
E.7.2 瓦板石理化性能应符合表E.8的规定，干湿稳定性按表E.9中的规定划分等级。
表E.8 瓦板石理化性能要求
项目
吸水率/%

R1

R2

R3

≤0.25

≤0.36

≤0.45

破坏载荷/N

≥1800

耐气候性软化深度/mm

≤0.35

注：引自 GB/T 1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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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E.9 瓦板石干湿稳定性能要求
技术指标

项目
含未氧化的黄铁矿结晶
含已氧化的

非贯穿型

黄铁矿结晶

贯穿型

一等品

合格品

允许有

允许有

外观可见

不允许有

外观不可见

允许有
不允许有

允许有
不允许在图 E.1 阴影部位出现

注：引自 GB/T 18600

图E.1 贯穿型已氧化的黄铁矿结晶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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